
對於官方及匯豐中國10月PMI指

數持續回升，專家普遍認為，這

反映出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的態勢

基本得到了確立。中國國際經濟

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副主任張永

軍向本報表示，PMI數據印證了當

前中國整體經濟形勢的明顯好

轉。不過同時，也有市場分析人

士提醒，經濟復甦可能會帶來產

能過剩風險，經濟刺激政策或許

需要微調。

官方進出口新訂單均回落

張永軍認為，隨 經濟形勢好

轉以及中央出台的多項利好政

策，企業的效益指標與市場信

心，與幾個月前相比確實有明顯

好轉，這既反映在官方PMI上也反

映在匯豐中國PMI指數上。不過，

他也指出，近期PMI指數的先行性

似乎有所不足，更多是受當期經

濟形勢影響。他提醒，在更能反

映未來經濟形勢變化的新出口訂

單指數與進口指數方面，官方10

月份數據雙雙出現回落，顯示出

製造業未來情況並不如總體指數

所反映的樂觀，要有所警惕。

供過於求 產能過剩風險增

花旗銀行經濟師丁爽稱，官方

與匯豐中國10月製造業PMI數據都

顯示製造業出現溫和擴張，但受

供過於求影響，產能過剩的危險

也在顯現。他指出，目前需求能

否趕上供應的增加還需要一些時間來觀察。但

是，在預期貨幣與財政政策收緊的情況下，第

四季度GDP同比增速或從三季度的7.8%回落至

7.4%。

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則指出，從當前數據

來看，製造業在投資加快、消費緩升、出口改

善和預期回暖的影響下繼續擴張。本輪擴張應

該有能力維持到明年上半年，如果出口持續改

善，庫存增加過程開始，則本輪擴張階段會

更加長些。他強調，經濟走穩態勢的延續，

也將為下一步改

革的推動創造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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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昨日

接納轄下「區分醫學程序及美容服務工作

小組」的7項建議，將15項涉及高風險的療

程納入「醫療程序」，必須由註冊醫生或牙

醫執行，否則可被控無牌行醫。事實上，

近年涉及醫學美容的事故層出不窮，不但

危及消費者安全，而且打擊外界對美容業

的信心。當局將高風險療程納入「醫療程

序」，有助加強對市面上各種醫學美容的整

頓和監管。當局須加強巡查執法，確保所

有美容院都符合有關規定。長遠而言，本

港應制定專門的法例規管醫學美容，釐清

其範圍和定義，為服務提供者制訂行業指

引，切實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和權益。

一年前的「DR醫學美容事故」導致1死1

截肢，引發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也暴露

了醫學美容缺乏規管的問題。近年聲稱結

合醫學的美容服務在港日趨普及，不少美

容公司都以醫學美容作招徠。此類美容涉

及整容、注射等入侵性美容服務，及使用

激光等高能量儀器，存在很高的醫療風

險，操作不當輕則令消費者身體受損，重

則隨時可能發生致命事故。然而，不少規

模較小的美容院，根本沒有能力聘請註冊

醫生，往往只是由接受過一般訓練的員工

負責療程，在人員培訓以及操作流程上都

缺乏足夠的監管，導致有關醫學美容的投

訴及事故持續上升。因此，盡快將有關療

程納入監管，刻不容緩。

這次工作小組提出的7項建議，無疑是在

醫學美容的規範化上踏出了第一步。當局

必須嚴格執法，對違規美容院果斷作出檢

控，顯示整頓業界的決心。同時，本港至

今缺乏專門規管醫學美容的法例，而《醫

生註冊條例》及《牙醫註冊條例》只是監

管註冊醫生，亦未有就醫學美容作出法律

上的定義，恐怕會引起法律上的爭議。當

局應參考外國經驗，及早制訂專門法例規

管醫學美容，立法與執法並重，以達到有

效監管的目標。

應該看到，要求高風險的療程必須由註

冊醫生或牙醫執行，難免會影響一些美容

院及其從業員工的生計。當局應關注業界

的經營情況，協助其滿足新的規管要求，

為業界營造一個有利的經營環境。

(相關新聞刊A1版)

國家統計局和匯豐昨日分別公佈的10月份製造業

數據（PMI）均持續回升。新一屆中央政府採取了一

系列調控措施， 力深化改革，穩增長效應日益顯

現。中國經濟形勢確實向好，但又不可盲目樂觀，

未來發展仍面臨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等諸多挑戰。

人們期待三中全會以後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深化，中

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潛力能夠進一步得到釋放，經濟

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有望得以實現，為中國經濟

可持續增長注入新的動力。

10月份官方公佈的PMI達到51.4，為一年半以來最

好，亦是連續4個月上升，顯示中國經濟運行呈現穩

中有升、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這主要得益於今年以

來，國務院及時出台穩增長政策措施，強調實施創新

調控方式，堅持不擴大赤字，不放鬆也不收緊銀根，

有效引導市場預期，增強了企業信心，需求持續回

穩，生產轉趨活躍。同時，美國經濟出現復甦景象，

海外市場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需求溫和回暖，亦帶動中

國製造業擴張，經濟穩步增長的走勢初步確立。海內

外主要機構大都看好中國經濟後期走勢，認為全年經

濟增長7.5%的預期目標將如期實現。

中國PMI持續向好，但仍有專家提醒，中國經濟發

展存在許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復甦的基礎仍不

牢固，面臨的考驗不容低估。製造業的復甦主要集

中在大中型企業，而小型微型企業生產困難的問題

仍然十分突出。9月小型企業PMI為48.8%，已經連續

2個月回落，並且連續17個月運行在50%的臨界值以

下。產能過剩的矛盾仍然突出，目前需求能否趕上

供應的增加還需要一些時間來觀察。經濟結構有待

進一步優化，經濟增長主要還是依靠投資促進，以

提高技術水平、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水平促進增長

仍需要努力。國際經濟形勢完全恢復言之尚早，6月

美國宣稱要退出量化寬鬆政策，至今未有任何動

作，說明導致危機發生的因素還沒有完全消除，一

旦國際經濟形勢出現反覆，中國經濟受到衝擊在所

難免。

因此，為應對未來經濟發展的挑戰，進一步鞏固

經濟穩增長的基礎，當局須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呈現

良性局面，加快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的步伐。三中

全會召開在即，中央正在部署新一輪經濟政策的規

劃與執行方向，將持續淘汰各項落後產能，推動新

的經濟增長產業之佈局，通過落實城鎮化、戶口改

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提高社會保

障水平、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將外需轉化為內

需，並通過打破國有企業壟斷，引入民企競爭增加

市場活力，以一籃子的改革措施支撐中國經濟長期

穩定增長。 (相關新聞刊A3版)

規管醫學美容 立法執法並重 經濟回暖初確立　深化改革穩增長

內地PMI創18月新高
顯經濟穩中向好 本季料續回升

內地百城樓價連升17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

報道）內地房價一直高燒不退，據中

國指數研究院最新發佈的內地百城房

價指數顯示，10月份中國的平均房價

仍在繼續攀升，且漲幅有進一步擴大

趨勢，10月份平均房價環比上漲

1.24%，為連續第17個月環比上漲。

數據顯示，10月份房價環比上漲的

城市共有75個，其中常熟、南昌、張

家港、深圳、淮安和北京等城市的漲

幅位居前列。10月份中國100個城市

（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每平米10,685

元，同比上漲10.69%，為連續第11個

月上漲，漲幅也高於9月同比9.48%的

漲幅。此前8月份的同比漲幅為

8.6%。與此同時，10月份平均房價環

比上漲1.24%，為連續第17個月環比

上漲，且漲幅較上月擴大0.17個百分

點。而此前8月份的環比漲幅為

0.92%。

十大熱點均價同比漲16%

報告指出，儘管政策調控力度不

減，但市場仍延續「金九」熱度，多

數城市繼續加大樓盤供應，中高端樓

盤入市量增加帶動了房價的結構性上

漲。而需求方面，購房者熱情不減，

多地出現「日光盤」等搶購現象。

而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等十

大熱點城市的房價上漲速度依然較

快，住宅均價為每平米18,533元，環

比上漲1.95%，同比已連續第12個月

上漲，漲幅為15.69%，環比同比漲幅

均較前月有所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今
年前10個月深圳房價漲幅達20%，遠遠超過
GDP和國民收入增長，為了抑制快速上漲的
房價，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昨公佈新的調
控通知，決定進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貸款的
首付款比例和貸款利率，貸款購買第二套住
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70%，對購買
首套自住住房的家庭則繼續執行最低首付款
比例30%的規定，並於11月6日起執行。

房價高燒不退 加強調控

早在今年3月底，深圳版「國五條」調控細則
出台，規定深圳房價目標為全市商品房房價漲
幅應低於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而去年深
圳居民收入增長為8.6%，今年與此增幅類似。
但是，今年前10個月深圳房價飆升20%，再度

引起民眾高度關注甚至恐慌。為了
抑制過快上漲的房價，人行深圳中
心支行昨發布標註日期為10月31日的
《關於調整深圳市差別化住房信貸政
策的通知》的上述規定。

專家料短期成交受衝擊

美聯物業全國研究中心認為，深
圳一二手樓市將可能受重要影響，
該政策實施後短期內將嚴重影響300
萬－500萬元物業的成交。目前這部
分成交佔深圳住宅市場1/4至1/3左右
的成交份額。一二手市場都會受此
政策影響。預計樂觀的話，深圳樓市交易量將
在2014年春節後才能逐漸恢復。不樂觀的話，
將在明年下半年逐漸恢復。對全國市場短期內

暫無影響，熱點城市將拭目以待深圳的效果。
2014年有可能效仿。在全國其他城市裡，最先
效仿的有可能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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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分析
指出，今年以來，中央、國務院及時出台一系列

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漸顯現，企
業預期穩定、發展信心增強，有力地推動了企業生產回
升。中國製造業PMI指數連續四個月回升，表明製造業
經濟繼續穩中向好。

生產指數升至年半高位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構成10月製造業
PMI的5個分類指數3升1平1降。其中，企業原材料採購
活動更趨活躍，採購量指數為52.7%，比上月上升0.2個
百分點，連續3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上，為9個月以來的新
高；生產指數為54.4%，比上月上升1.5個百分點，連續
4個月回升，為2012年5月以來的最高點。
趙慶河認為，生產指數的連續回升是推動製造業PMI

連續回升的主要推動力。不過，他也強調，當前推動
PMI上升的動力並不均衡，生產以外的其他各項分類指
數回升稍弱。從業人員指數、主要原材料庫存指數微幅
增長，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與上月持平；新訂單指數回
落0.3個百分點。

大企表現佳 小企仍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從分企業規模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大型製造業企業PMI指數自7月份以來持續上升，
10月份達到52.3%；中型企業PMI指數10月份上升0.5個
百分點，達到50%以上，5個月以來首次回升至臨界點
上；而小型企業PMI指數10月則有所回落，為48.5%，
持續位於臨界點以下。趙慶河認為，這表明小微企業生
產經營還面臨 不少困難，要切實貫徹國務院促進小微
企業發展的各項措施，進一步夯實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
基礎。

增長走穩為改革創條件

此外，昨日公布的匯豐中國10月PMI終值與預覽值

相同，為50.9，連續三個月回升。其中，生產與新訂
單分項指數都明顯上升，而新出口訂單則升至51.3的
11個月高位，就業指數也在7個月來首度進入擴張區
間。
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10月匯豐中

國PMI以及官方製造業PMI都顯示四季度經濟增長勢頭
將持續。在穩增長政策持續下，目前的增長勢頭在未來
幾個月仍將持續。增長平穩有助於為即將召開的三中全
會公佈一攬子改革計劃做好鋪墊，而改革方案或將對中
長期可持續增長構成有力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中國

官方與匯豐中國10月PMI指數雙雙上升，顯示

中國經濟繼續穩中向好。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

數據顯示，10月PMI指數連續四個月回升，達

到51.4%，較上月上升0.3個百分點，創下18個

月以來新高。當天匯豐中國公佈的10月PMI終

值也連續三個月回升，為50.9，創7個月新高。

業界分析認為，這預示中國經濟增長走穩態勢

初步確立。

10月官方製造業PMI分項數據
10月份 9月份 環比

PMI 51.4 51.1 0.3

生產指數 54.4 52.9 1.5

新訂單指數 52.5 52.8 -0.3

原材料庫存指數 48.6 48.5 0.1

從業人員 49.2 49.1 0.1

供應商配送時間 50.8 50.8 0

大型企業PMI 52.3 52.1 0.2

中型企業PMI 50.2 49.7 0.5

小型企業PMI 48.5 48.8 -0.3

專家和投行對中國PMI的看法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特約分析師張立群：經濟增長初步穩

定在7.5%左右的區間，但基礎仍不夠穩固，市場引導的內生

性增長能力仍偏弱。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小型企業

PMI有所回落，表明小微企業生產經營還面臨 不少困難。

■匯豐屈宏斌：數據顯示四季度經濟復甦趨勢持續，為三中全

會改革計劃做好鋪墊。

■美銀美林：經濟復甦力道或比市場預期強，對市場情緒有正

面的影響，但正面消息可能讓投資人擔心政策將趨緊。

■巴克萊：新訂單和新出口訂單均下滑0.3個百分點，預示未來

數月需求成長放緩。

■中國官方與匯豐中國10月PMI指數雙雙上升。

■許多開發商為了應對政策變動，紛連夜開盤快速出手。

李昌鴻 攝

深二套房首付增至七成




